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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伟达 (NVDA US; 257.44 美元; 目标价: 320.00 美元) 

盈利前景：游戏和加密货币推动业绩    

加密货币对英伟达二季度销售产生了巨大影响，其收入重置为零可能会对公司三季度销售前景造成压力。核心

的游戏业务稳固，数据中心实力仍是长期驱动力。在公司为游戏业务推出新的图灵架构图形处理器的背景下，

与游戏相关的销售之真实强度 (不计加密定价或销量的效应) 之间的相互作用，以及数据中心的强度仍将是该

股的投资主题。同行超威半导体在加密芯片市场的占有率也很高。英伟达公布二季销售额 31 亿美元，每股盈

利 1.94 美元，合乎或略胜市场共识，但三季度销售和利润率指引均低于市场预期。下半年增长应受新产品推

动，但同比基础也更趋艰难。 

 

其他摘要 
 

国际商业机器 (IBM US; 145.34 美元; 目标价：195.00 美元) 

需加速向数码转变  显示增长    

我们认为，国际商业机器必须在未来几年加快向新兴技术的转变，否则可能会失去更多的市场，整体销售也有

下降的风险。转变可能牵涉到更多的资产剥离，将更多员工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地方，以及加速并购。过去几

年，尽管业务已经在向发展更快的云端、分析、保安、移动等信息科技领域转移，但按固定汇率计算的收入几

乎没有增长。在传统业务持续下滑的背景下，虽然信息科技服务已占公司总收入近半，但对总销售增长率的贡

献尚待显现。 

 

沃尔玛 (WMT US; 98.64 美元; 目标价：120.00 美元) 

盈利前景：杂货有助网上和实体店销售    

沃尔玛需维持网上销售增长的势头，以实现全年 40%的增长目标。由于公司不断进行投资，电子商务的损失

将高于去年。在商店发展速度缓慢的情况下，改善杂货店、强大的店铺运营、以及维持低价格的投资将对客流

量形成支撑，是维持长期收入增长的关键。下半年，同店销售的同比基础更为困难，因此返校旺季对于三季度

业绩至关重要。利润率将继续承压。 在改善价值观念和商品组合变化方面，Sam's Club 的表现有所进步。沃

尔玛收购 Flipkart 的 77％股权已获监管机构批准，但收购尚未结束。Asda 的剥离仍在进行中。沃尔玛的策略

是在限制毛利率跌幅的同时推动销售增长。 

 

资料来源：相关公司、中信证券     风险等级: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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